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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石门之路》系列报道之五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没有产

业支撑，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都是一纸空

谈；只有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

长，乡村振兴才有了坚实的根基，高质量发

展才有了动力之源。

如何推进产业振兴，成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答

题”。山城石门，曾因大山的阻隔而造成贫

困，却又以丰饶的物产礼赠辛劳的石门人

民。石门是传统农业大县，农村人口占比

大、农业资源优势明显，是一方极具潜力的

“沃土”。特别是西北高寒山区，虽然自然

条件艰苦，却也因独特的气候条件适合茶

叶、柑橘、烟叶、养殖等产业发展，又远离城

市和工业的污染，农产品绿色有机的标签

深入人心，全国早熟蜜橘之乡、畜禽养殖大

县声名远播。

从产业振兴的大局出发，从石门农业

的实际着眼，石门县委、县政府主动适应新

常态、把握新要求、探索新思路，深入挖掘

农业产业的切入点、突破口、增长点，持续

厚植发展优势，抓产业的决心一以贯之，抓

产业的思路与时俱进。

资金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今年，

石门县争取中央、省、市级财政资金 1.69 亿

元用于产业发展，整合资金 7200 万元完成

涉农扶贫项目建设。县级财政投入资金近

1112 万元支持农业产业建设。同时，将农

业产业发展用地视同重点项目建设用地，

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优先安

排。

集中连片是实现产业规模效应的关

键。石门坚持规划先行，着眼于整体提升

和长远发展，优化乡村产业布局，致力于构

建特色鲜明、产出高效、带动力强的产业格

局。于是，一份规划明晰、结构合理的产业

地图出炉：西北生态农业示范区发展高山

种植业和林下经济，中部特色农业示范区

发展林下经济和特色粮油产业，东南部现

代农业示范区发展城郊休闲观光农业和现

代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梅花优于香，桃花优于色，特色就是竞

争力。

石门县立足本地特色优势和产业基

础，大力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工程，

发展精细农业、有机农业、品牌农业，“1+

2+5”即粮油产业+柑橘、茶叶+特色养殖、

林下经济、蔬菜、烟叶、无患子的特色产业

体系基本成型。柑橘、茶叶产业村分别达

到 150 个、117 个；土鸡养殖规模达 5000 万

羽、香猪 5 万头、中蜂 8 万多群。

畅通渠道，产销两旺。建立覆盖 22 个

省份的冰鲜禽肉、柑橘销售网络，与全国 20

多家大型超市集团以及新零售连锁超市建

立长远战略合作关系；300 多家茶企联合在

外开设 1000 多家“石门银峰”专卖店；建立

石门县电商创业孵化园，让优质的农产品

插上数字经济的翅膀。

思路一转天地宽。

如今，石门早熟、特早熟蜜橘占据全国

市场的 71%，出口占全国 20%，占全省 90%，

石门 45 万亩柑橘，综合产值 14.5 亿元，30

万橘农“吃柑橘饭、穿柑橘衣、住柑橘楼、上

柑橘学”；石门罗坪有机茶出口欧盟，全县

18 万亩茶叶，综合产值达 60 亿元，20 万茶

农走上致富路；石门坚持 20 年养好“一只

鸡”，通过全产业链延伸，把土鸡变“凤凰”，

筑起产值近 20 亿元的“家禽王国”……一

幅气贯长虹的产业新蓝图构图着墨，一条

周道如砥的产业振兴之路越夯越实。

深耕细作土生金
——石门县从产业发展上探索有效衔接新路径（上）

姜鸿丽 卓萌 李飞 廖辉云 夏望胜

百里青山十里溪，四望沃若皆膏

腴。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石门干

部群众一路风雨兼程，焚膏继晷。借

政策之劲风，化劣势为优势，从山旮

旯间、石头缝里“挖”出金子，创造了

全国闻名的“石门样本”。

脱贫攻坚战中，石门县把发展产

业作为重中之重，构建以“一果两叶”

为主导、特色种养相结合的乡村特色

产业模式。到 2021年，全县 316个村

均有 1 个以上主导产业，122 个脱贫

村都建有专业合作社，受益脱贫群众

1.4 万多人。“村有主导产业、户有增

收门路”成为现实。

数字无言，踏石有印。

8 年脱贫攻坚的成功实践，让石

门县干部群众清醒地认识到、坚定地

相 信 着 这 个 真 理 ：用 心 撒 下“ 产 业

种”，才能收获“丰收果”，唯有产业能

富民。

念好“产业经”，奏响“富民曲”。

近年来，石门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发展绿色生

态农业，深入实施“六大强农”行动，

扛牢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叫响石门

柑橘、石门茶叶、石门土鸡等区域品

牌，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引

领全县农业转型升级，一组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交响乐在大山深处久

久回荡。

田畴织锦绣，沃野谱新曲。

一块块稻田禾苗葱翠，一园园橘

树金果飘香，一片片山林土鸡漫跑

……

湘佳牧业成功在主板上市，成为

“中国生鲜家禽第一股”，石门成为全

省首个有上市公司的脱贫县。紧接

着，正大集团引来了，百万头生猪养殖

项目建设正酣；哲武蛋鸡“雄”起了，鸡

蛋出关供港成为“抢手货”；湘佳橘友

“选”火了，智能优选让 10万吨柑橘鲜

果走进全国多家大型商超……

石门开了，产业兴了，钱包鼓了，

村民笑了。如今的石门，正以产业为

本、奋斗为魂，大踏步走在全面推动

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新时代“赶考

路”上。

产业振兴的落脚点是富民，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石 门 县 以 大 企 业 、大 项 目 为 主

导，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以

利益联结为纽带，多模式联农带农，

已经织就一条条“产业跟着群众走、

群众跟着企业走、企业跟着市场走”

的致富链。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通过“公司＋合作社＋农

户”模式，订单销售、联合种养、土地

托管、资产入股等手段，带领更多小

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分享全产业

链增值收益。

罗坪乡大房峪村村民唐基燕在

外务工多年，2014 年回乡白手起家

办茶厂，成立石门县天龙塔茶叶专业

合作社。办厂初期，困难重重，当地

龙头企业天画罗坪茶业有限责任公

司与其签订产销订单，畅通销售，茶

厂生意日渐兴旺。如今加入合作社

的农户达到 100 多人。

湘佳牧业通过联合种养直接带

动养殖户增收。公司免费提供鸡鸭

苗、饲料和养殖技术指导，鸡鸭长大

后按保护价收购。新铺镇岳家棚村

程远山，靠养鸡养鸭脱了贫、攒下钱，

修起两层的新房子。

抓住龙头，放飞头雁，雁群扶摇

直上。先富起来的大户等新型经营

主体，发挥示范与带动作用，改变着

更多农民的命运。他们是旗帜，以奋

斗致富的经历与精神，指引乡亲们前

行；又是航船，凭借积累的丰厚资本，

搭载乡亲们共同走向富裕。

蒙泉镇凤凰峪村村民董明新，30

多年前因贫辍学，南下务工。回乡后

筹资 100 万元成立石门县鸿鑫农机

专业合作社，流转 176 亩耕地种稻。

一年，两年……到现在第七年，董明

新不断扩大规模，流转土地达 3423

亩。他经营的双龙粮油合作社，去年

产值达 832 万元。

先富起来的董明新，不忘回报父

老乡亲。他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模式，向社会提供机耕、育

秧、机插、机防、机收、粮食烘干与仓储

粮食等农业机械化服务，为社会用户

节省人工成本 230万元。合作社优先

为周边村民提供工作岗位，去年共雇

佣务工人员 145人，发放劳务工资 223

万元，支付土地流转资金102万元。

董明新家所在的蒙泉镇一家农

业企业前几年因经营不善倒闭，131

亩流转土地抛荒。董明新的合作社

接管后，先行垫付农民的土地流转

费，将抛荒地块整理成高标准农田种

植优质稻，避免了农田抛荒问题。

如今，石门县 4224 个农户通过

“ 公 司 +农 户 ”模 式 ，每 年 人 均 增 收

4000 元 以 上 ；1500 个 农 户 通 过“ 公

司+就业”模式，年均获得工资收入

3.6 万元以上。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在稻香茶

韵里，在鸟语蛙鸣中，石门儿女以只

争朝夕、舍我其谁的昂扬斗志，一路

前行一路歌，在莽莽山林间开辟出一

条条发展产业富民增收的有效路径。

过去，乡村产业发展重点抓好贫

困地区，盯紧贫困人口，让他们甩掉

“穷帽子”；步入乡村振兴新时代，干

部群众面临的是“让钱袋子鼓起来”

的全新考题。从对贫困户个体产业

发展、收入达标的个体关照，迈向全

体村民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石门产

业发展正经历着从特惠到普惠，从扩

面到提质，从攻坚战到持久战，从雪

中送炭到锦上添花，从“扶植一棵树”

到“培育一片林”的深刻变化。

新变化催生新路径，新时代彰显

新作为。

引项目、抓龙头、强主体，“大河

有水小河满”。

石门县以工业化的理念抓农业，

推动湘佳、正大等重大农业产业项目

加速落地，并把农产品全产业链项目

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板块，下力气招

引一批新项目，为乡村产业注入更强

劲的动力。

葱茏的山野间，石门引进正大集

团 100 万头生猪产业链项目的 21 个

养殖厂、1 个饲料厂正抓紧建设。正

大集团石门 100 万头生猪产业链项

目总监彭银房说：“待生猪养殖产能

达到 70%时，我们将考虑与石门合作

食品工业项目，计划用 3 年时间投资

40 亿元，实现综合年产值 100 亿元，

把石门建成正大集团湘西北区域总

部。”

一条“龙”带动一条链。该县支

持龙头企业引领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建设，围绕省级现代农业重点产业链

和石门柑橘、石门茶叶、石门土鸡等

特色产业链建设，支持龙头企业担当

“链主”，参与全产业链相关标准制

定。湘佳牧业、哲武农牧、天画罗坪

等一大批龙头企业成为行业的“领跑

者”。在石门，以湘佳牧业为龙头，形

成有机肥和饲料加工、土鸡养殖、生

鲜屠宰、冷链运输、食品加工和销售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柑橘产业以湘佳

橘友、杨氏果业等企业为龙头，形成

有机肥料生产、柑橘种植、生理落果

加工、柑橘罐头生产、黑科技优选和

电商物流的全产业链。

培强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是发展

产业的题中之义。该县已培育农产

加工企业 1035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987 家，家庭农场 1465 家；全县有市

级以上龙头企业 38 家，其中 29 家在

75 个村建立产业基地，大企业顶天立

地、合作社铺天盖地的产业生态已然

形成。

现 代 化 、机 械 化 、智 能 化 ，农 民

“慧”种更轻松。

初秋时节，位于秀坪园艺场的湖

南杨氏鲜果有限公司柑橘种植示范

基地，数百台传感器实时监测气候、

土壤等各项指标，为柑橘生长护航。

在这里 ，柑橘种植实现了物联智能

化、水肥一体化、农事机械化、管理科

学化。

石门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黄安凯

介绍，走进新时代，产业发展逐渐在

转变 ，传统农业不断向现代农业过

渡。石门县超前规划，从 2019 年起，

全县流转 1 万亩土地给杨氏果业，打

造高标准现代化橘园，引进和推广现

代化种植经验；建成县级益农信息中

心站和 246 个基层站，建设国际高标

准的物联智能化等“四化”要素齐全

的现代农业科技展示中心，主要农作

物机械化水平达到 61.1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门

县推进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实施

绿肥种植和绿色防控、统防统治病虫

害的“三绿”同举，提高稻谷、柑橘、茶

叶、玉米等各类农产品的品质和产

量，实现农产品产出高效、绿色有机。

提品质、优结构、强品牌，让寸土

生金长银。

宝峰街道月亮山“老果园基地”

有了新气象。近几年，基地负责人盛

勇对 50 多亩的老橘园实施以品改为

主的提质增效改造，精细化培管、科

学化生产。去年他种植的柑橘荣获

湖南省首届早熟蜜橘品鉴会金奖，成

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当年，“老果

园基地”产出 20 多万公斤柑橘，均价

4.8 元/公斤，净收入超过 30 万元。

品质赢得市场，品牌提升效益。

近年来，石门围绕品种改良、品质提

升、品牌打造“三品”重点发力，推行

标准化生产，提高品牌附加值，增加

农产品综合效益，努力推动主导产业

提质升级。上世纪末开始大规模种

植的柑橘，品种老化、品质不高。从

2018 年冰灾开始，石门化危为机，推

进柑橘品改。目前，全县共完成低产

橘园改造 2.05 万亩，新扩橘园 0.85 万

亩；低产茶园改造 4568 亩，新扩茶园

1200 亩，推进茶叶“全域有机”发展，

实现有机茶转换 2 万亩，新增有机茶

认证面积 4100 亩。

寒耕暑耘，稇载而归。如今，在

这片广袤的田野上，柑橘、茶叶、烟

叶、畜牧、粮食、油茶等产业快速发

展，一个个农业项目高歌猛进，一个

个农业龙头企业喷薄而出，一个个农

业品牌越叫越响，一片繁茂的“产业

林”迸发出勃勃生机。

与时俱进 擘画新蓝图

招大培强 育好“产业林”

头雁领飞 共走致富路

哲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鲜蛋供港。覃瑾杰 摄

南北镇黑土南北镇黑土

岩社区靠着种植岩社区靠着种植

““黄金叶黄金叶””————烤烤

烟烟，，实现集体和群实现集体和群

众的双创收众的双创收。。

((石门县委宣石门县委宣

传部供图传部供图))

子良镇茶园湾村村民集体采茶。 唐亚翔 摄

石门秀坪园艺场打造高标准的柑橘科技园。 刘蓉 摄


